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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用力把主题教育引向深入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新区
■ 新区第一批主题教育从今年 6 月 3 日动员部署后，在市委巡
■ 新区第二批主题教育主要在各街镇、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
回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区委常委会、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
居、区属学校、
“ 两新”组织中开展，要认真领会
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
协党组和参加全区第一批主题教育的 59 个区级机关及其所属单
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到位”的重要要求，针对 10
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出席会议
位，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把学习教育、
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真刀真枪解
并讲话。市委第二批主题教育第一巡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始终，在切实为民办事、抓好专
决问题。要继续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注重
回指导组组长么俊东，区人大常委会主
项整治、解决突出问题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开展好第二批
挖掘和宣传先进典型，确保第二批主题教育扎
任许红星出席。区委副书记倪斌主持。
主题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实有效开展。
张玉卓在讲话中指出，按照中央和
市委部署要求，新区第一批主题教育从
今年 6 月 3 日动员部署后，在市委巡回
成果，为开展好第二批主题教育打下坚
二批主题教育扎实有效开展。
和市委、区委要求，切实抓好第二批主
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区委常委会、区
实基础。
么俊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不懈
题教育，确保取得实效。
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党组和参
张玉卓强调，新区第二批主题教育
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在
加全区第一批主题教育的 59 个区级机
主要在各街镇、村居、区属学校、
“ 两新”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
各开发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天津港
关 及 其 所 属 单 位 ，围 绕“ 守 初 心 、担 使
组织中开展，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善始善终抓好整改落实，特别是专项整
集团、各街镇设分会场。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把学习 “四个到位”的重要要求，针对 10 个方面
治工作，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要坚持
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
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真刀真枪解
把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作 为 永 恒 的 课
副区长、区政协副主席、区人民法院院
穿始终，在切实为民办事、抓好专项整
决问题。要继续坚持把“改”字贯穿始
题、终身的课题，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加
长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参 加 主 会 场
治、解决突出问题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
终，注重挖掘和宣传先进典型，确保第
强党的建设。要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
会议。

张玉卓与优秀教师代表座谈 共同庆祝第 35 个教师节

树牢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是第 35
个教师节，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张玉卓来到优秀教师代表中间，与他们
亲切座谈，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
以节日的问候与崇高的敬意。
座谈会气氛轻松，欢声笑语不断。
优秀教师代表翟津、段景国分别讲述了
自己的从教经历和心得体会，他们表示，
新区拥有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保
障教师切身利益，关注教师职业发展，在
新区作为一名教师感到光荣和自豪。
张玉卓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并与大
家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说，
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教育工作，
强调人民教师无上光

荣。市委、市政府和新区区委、区政府把
教育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确定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
新区把教育作为今后建设繁荣
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最为重要的
基础性工作。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自觉承担为党为国育人职责使命，
努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张玉卓强调，要把营造尊师重教氛

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新一代青少年，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民
族复兴培养人才。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
养和能力水平，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奉献
敬业精神，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
师队伍。新区将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力
度，把教师职业成长规划好、把条件待遇

保障好，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使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心无旁骛奋战在教育教
学一线，为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
海滨城市作出贡献。
座谈会前，张玉卓还亲切看望慰问
了生态城南开中学教师，向他们致以节
日的祝贺。
区领导邓光华、梁春早参加。

滨海新区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在教师中引起强烈反响

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今年上半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实
现平稳较快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5%，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6.4%，占全市和新区
比重分别提高 0.4 个百分点和 1.5 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

资 6.2 亿美元，增长 10.3%；实际利用内资 157.2 亿元，增
长 7%。主导行业、重点企业、新兴领域规模、质量、效益持
续提升。工业主导行业增加值增长 9.7%，高新技术企业
增加值增长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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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新年度
优秀企业出炉

国家发改委产业转移对接会在新区召开

总投资千亿余元
产业转移项目签约

昨 日 ，经 开 区 发 布 了“2018 年
度天津开发区百强企业”
“2018 年
度天津开发区科技领军企业、瞪羚
企业”等名单。

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走访部分餐饮经营场所发现，不打包现象普遍，
剩菜剩饭倾倒严重

“舌尖上的浪费”何时能遏制
“光盘行动”
反对铺张浪费，
得到很多
人的响应和支持。然而滨海新区融媒体中
心记者连日来走访新区部分社区和餐饮场
所发现，
“舌尖上的浪费”
现象依旧突出。

餐馆里剩菜剩饭不打包现象普遍

象严重。在该社区做卫生清洁的张阿
姨称，每天中午和晚上扔剩菜剩饭的居
民比较多，特别是年轻人，外卖吃不了
就扔的情况很普遍。

剩菜剩饭倾倒严重

自助餐厅成浪费“重灾区”

9 月 9 日中午，在工农村贻成豪庭
社区，记者发现一些楼栋门口的垃圾箱
内有裹着包装的芒果、木瓜，还有几个
并没有变质的苹果、梨。社区内不少垃
圾箱内堆放着很多外卖餐盒，很多餐盒
里都有没吃完的食物，有的甚至是满满
一整盒没动过的食物，剩菜剩饭倾倒现

9 月 9 日中午，
记者来到第三大街翠
亨村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厅看到，
中午时段
到该餐厅用餐的食客非常多，
而眼下正值
海货上市季节，
大螃蟹深受食客欢迎。记
者发现，
真正吃尽的食客并不多，
在一张
餐桌上，
四位客人刚离开，
桌上却有 10 只
完整的螃蟹。
（下转第三版）

短评

■ 时报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

十多年前，一部叫作《把
信送给加西亚》的书在中国广
为流传，
说的是一个叫罗文的
中尉，
在不知道加西亚在哪儿
的情况下，
克服战争环境下在
异国遇到的重重困难，
孤身一
人历经千难万险，
最终把信交
到加西亚手中的故事。这个
故事告诉我们，担当作为、善
作善成，
是坚守信念的最生动
表达。这个故事的价值，
就是
它生动地表达了什么是执行
力，以及信念、忠诚、勇敢、合
作等品质在实现目标中的作
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任，
完成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
代化海滨城市的目标，
更需要
信念坚定、忠诚担当、作风过
硬、
敢打善拼的意志品格和工
作作风。
当前全区正在扎实开展
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
要求党员干部牢记使命
责任、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
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面对
新时代的挑战，敢于直面风险
挑战，
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无
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一切艰难险阻。主题教育的
要求，
就是对党员干部执行力
的要求。这个要求不仅囊括了
《把信交给加西亚》所表述的执
行力的所有特点，
而且体现了
新的时代特色。
提高执行力，
需要对党的
事业的忠诚、
克难攻坚的勇气
和善作善成的执行力。但是，
我们党员干部中，
还不同程度
存在差距。进取意识不强，缺乏勇争第一的豪
气；执行任务打折扣，
搞
“选择性”
落实；有的办事
不讲效率，
拖沓扯皮；工作作风漂浮，
表态多行动
少，调门高落实差。这样的党员干部怎么当先
锋、
作表率。
党员干部的肩膀能负重、敢担当，我们的事
业才能一往无前。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就是要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
念，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锤炼和提高党员干
部的执行力。我们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繁荣
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进程中，一定要在
“抓落实”上用心着力，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
要能干会干善于干，
以主题教育锻造卓越的执行
力，
带领广大群众克难攻坚、
善作善成，
不断创造
新业绩、
书写新辉煌。

三论提升新区党员干部的执行力是关键
——

张玉卓讲话 许红星出席 倪斌主持

善作善成是坚守信念的最生动表达

滨海新区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

伴随
“光盘行动”
等一批公益行动的
实施，更多新区人加入节约的行列。但
在某些消费场所仍存在触目惊心的浪费
现象，让勤俭节约的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成为空谈。这种浪费行为有悖于勤俭节
约的传统美德，更与新时代社会文明发
展的主潮流格格不入。如何遏制住“舌
尖上的浪费”
？除引导消费者自愿自觉，
形成简约精致和不浪费的消费习惯外，
还要探索机制制约，如在消费场所建立
节俭消费提醒制度、在营业场所醒目位
置张贴节约标识，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
成为文明饮食理念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时报讯（记者 哈迪）昨日上午，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在新区联合举办中西
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精准对接现场
会，24 个省（市）发展改革委、18 个国家级新区、
10 个产业承接转移示范区和部分央企、民营企
业、行业协会、商会代表共同见证了总投资 1152
亿元的 78 个产业转移项目集中签约。
从签约项目领域看，
既涉及汽车零部件、
建材、
化工、
家电等传统制造业领域，
也涉及新一代信息技
术、
现代农业、
高端装备、
生物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领域。从项目地区看，
东部地区主动
融入重大国家战略，
积极推进产业转移，
长三角区
域转移项目39个，
总投资517亿元；（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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